
2. 文獻探討 

2.1. 數位式學習遊戲 

網際網路的盛行為遠距教學帶來了更多的機會，但是在遠距教學的應用上漸

漸流於僅利用網路來傳遞資訊給學習者，而沒有發揮網路與科技其本身應有的強

大效益(Oliver, 2002)。為了克服這樣的困境，在近幾年來有越來越多的學者提出

將遊戲融入數位教學的建議，原因在於希望能夠藉由遊戲的特性來改變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進而促進他們的學習經驗，最終獲得好的學習成果。但是，數位式學

習遊戲畢竟不同於一般的遊戲，其設計與應用的過程需要考量更多的因素，因

此，本節就以三個段落分別來敘述「數位式學習遊戲的特色」、「數位式學習遊戲

的設計考量」以及「學習遊戲與休閒遊戲的差異」，以期對數位學習遊戲有更深

刻的了解。 
 
2.1.1. 數位式學習遊戲的特色 

遊戲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對玩家(學習者)產生正向的影響，若能使得玩

家體驗到心流(flow)的經驗(有關心流的詳細說明請見文獻探討第 3 節：心流理論

與經驗學習理論)，那麼這遊戲就算是成功的遊戲了；而教育遊戲的目的則是提

供玩家(學習者)與主要學習任務相關的挑戰，希望藉此讓玩家有機會體驗到心流

的經驗(Kiili, 2005)。 
 

綜合過往文獻中所提及，之所以越來越多教學者採用數位式學習遊戲的原

因，在於數位式學習遊戲具備下列的特色(Kiili, 2005)： 
1、 提供一個具備「滿足學習發生的基本需求」、「以問題解決為基礎」、「有趣」

以及「吸引人」等特色的學習環境。 
2、 提供與學習任務相關的挑戰。藉由提供與學習任務相關且符合學習者現階段

技 能 的 挑 戰 ， 可 維 持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動 機 與 愉 悅 感 ， 並 且 根 據

Csikszentmihalyi(1975)的心流理論可得知，這將促使學習者體驗到心流經驗。 
3、 促進學習者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當學習者藉由與遊戲世界的互動(探索與操

作遊戲中的物件)去測試自己所做的假設，因而從中體驗到心流經驗時，他們

將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這經驗將驅使學習者產生「增加的學習行為」、「增

加的探索行為」以及「對 IT 的接受程度提高」這些行為。 
4、 提供完整的學習過程。遊戲提供了一個讓學生能夠「設定個人目標 → 主動

掌控 → 收集資訊 → 監控及評量問題解決過程」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夠

經驗一個完整的學習過程。 
 
2.1.2. 數位式學習遊戲的設計考量 

根據 Kiili(2005)所提出的經驗學習模式(Experiential Gaming Model)，設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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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式學習遊戲時需要考量的因素主要有三項 - 教育觀點、心理觀點與遊戲設計

觀點。但是，除此之外尚有一些不包含在此模式但是卻非常重要的議題需要被納

入考量。相關的數位式學習遊戲設計考量分別如下所述： 
1、教育觀點： 

數位式學習遊戲所依據的教育理論主要是以經驗學習理論為依據，另外再納

入建構式學習理論，而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做為教學設計的模式。 
2、心理觀點： 

大多的數位式學習遊戲都是以心流理論為設計時的參考依據，不過其焦點不

在於產生心流經驗的當下，而是在於究竟是什麼原因導致心流經驗的產生，

這些原因就是遊戲設計之初所應當納入設計考量的。 
3、遊戲設計觀點： 

電腦遊戲唯一且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玩家感到愉悅、快樂，以往文獻中所

記載的測量玩家在遊戲中愉悅程度的方式大多是屬於經驗法則，這些經驗法

則大部分是依據「遊戲介面」、「遊戲機制」、「遊戲的玩法(gameplay)」以及「遊

戲的敘述性」此四項元素而建立的(Sweetser & Wyeth, 2005)。 
4、其它議題： 

(1) 吸引人的遊戲故事情結。故事情節將敘述遊戲的背景，賦予遊戲所提供的

任務、問題與挑戰的意義。 
(2) 適當的圖片與聲音(認知負擔問題) 

 多媒體學習教材最大的問題在於學習者的 working memory 常常會因

為過多的認知負擔而導致負荷過重。 
 為了減少不必要的認知負擔，學者也提出了「modality effect」概念，

其意涵為，若把資訊藉由不同的感官刺激(視覺與聽覺)來同時接收(例
如：圖形與聲音旁白的呈現)，將可降低認知負擔。 

 造成認知負擔的來源有三項： 
1. 內在認知負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此種負荷是材料本身的特性

造成的，因此不易由教學設計來改變。 
2. 外在認知負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此種負荷是外加的，因此

可以藉由教學設計的修改而降低。假如遊戲的設計失當，則將造成

此項認知負荷的增加。 
3. 增生認知負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來引導

學生建構更高層次的知識，此引導過程將會增加學生的負荷感，此

即為增生認知負荷。 
(3) 遊戲平衡 

 平衡遊戲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內部協調一致且具公平性的遊戲，該遊

戲不會允許玩家利用遊戲的漏洞來獲取相關利益。 
 使遊戲中所有的要素能夠協調，以避免出現 dominant strategy 破壞遊

戲的情況發生；所謂 dominant strategy 可以被定義為是一種不論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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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情境下，皆能夠被用來做為主要策略，並且從中獲得最大利益。 
 
2.1.3. 學習遊戲與休閒遊戲的差異 

以往評估教育遊戲時，因為當時很少人將遊戲應用在教育領域中，所以根據

的理論都是由休閒遊戲的研究而來，那時候的假設是：「休閒用遊戲」與「教育

用遊戲」並無太大的差異。 
 

但是，過度信賴地使用評估休閒遊戲的方法來評估教育遊戲，將會帶來下列

幾項問題(Freitas & Oliver, 2006)： 
1、評估方法與遊戲的內容不協調。 
2、使用不適當的專業術語與概念。 
3、採用的評估方法並非由實證研究所得來的。 
這是由於學習遊戲與休閒遊戲在許多層面上其本質是不同的，請詳見下表： 

表一：學習遊戲與休閒遊戲的差異 

考量層面 學習遊戲 休閒遊戲 

目的 

希望透過遊戲的趣味性與互動性，提供

玩家(學習者)一個另類的學習環境與學

習方式，以期能促使玩家(學習者)體驗

心流，藉此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因而

促進其學習動機由外在動機轉為內在

動機，最終支援學習者發展更高層次的

認知。 

1、對玩家來說： 
休閒遊戲唯一且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取悅(engage)玩家，使其獲得娛樂的

效果。 
2、對開發業者來說： 

營利賺錢。 

資源 

設計學習遊戲比設計休閒遊戲需要更

多的考量，例如教學考量；照理說應當

需要更多的資源來支援學習遊戲的開

發，然而卻因為下列兩項因素而使得開

發的資源不足： 
1、在學術領域中缺乏專業的開發團隊

來支援學習遊戲的開發 
2、學習遊戲目前的商機不如休閒遊戲

來的大 

通常開發休閒遊戲都是爲了能夠將之

發行到市場上銷售藉此獲利，因此在有

利可圖的前提下，當然在開發(設計、製

作)休閒遊戲時所能運用的資源(資金、

人力等等)是非常充足的。 

設計 

學習遊戲比休閒遊戲要關注更多的： 
1、 學習的情境脈絡(Context)。例如：Classroom-based、Outdoors、Access to 

equipment、Technical support 等等。 
2、 學習理論與實作(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個人學習者與群體學習者的特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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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目標與學習成果 

學者 Biggs(1999)主張「有效的課程設計需要以設定學習目標為起點」，而學

習目標應當包含： 
1、學生要學什麼？ 
2、學生將學到什麼程度？ 
3、用什麼方法來評估學習成果？ 
 

不同的學習目標預期讓學習者在完成學習之後，其所獲得的知識是不同的；

因此，在設計與應用數位式學習遊戲時，必須要先將遊戲設計目的「是為了讓學

習者獲得什麼樣的知識與學習成果」納入考量，依據不同的知識層級、知識類型

與知識內容，而設計出不同風格的遊戲以應用於教學。本節將分為四個段落來分

別介紹有關知識的分類方法、不同知識類型的教學策略以及不同知識內容的遊戲

風格。 
 

底下有關知識類型的描述指的是各式各樣的認知發展與結果，這些類型都可

以從學習者的身上尋得；但是當我們想要完成(獲取)這些各式各樣的知識類型

時，必須視其為達成學習目標的手段，而非其本身就是學習的目標，學習的目標

應該是要讓學習者懂得如何去應用這些知識(Oliver, 2002)。 
 
2.2.1. Bloom (1984)：六項不同等級的知識發展 

學者 Bloom(1984)藉由觀察學習的整體歷程，根據學習者認知上的學習成果

將知識分為六大類，如下表所述： 

表二：Six Developmental Levels about Cognitive Learning Outcomes 

認知上的學習成果 具備能力 
純知識 (Knowledge) 回憶 (Recall)、定義 (Define)、標記列表 (Label list) 

理解 (Comprehension) 
學習者能夠以自己的遣詞用語來解釋所吸收的資訊以

及特定的專業內容。(Interpret、Explain) 
應用 (Application) 將所習得的資訊應用到新的情境。(Apply) 

分析 (Analysis) 
能夠判斷出所獲得的資訊之間的關係，對它們進行分

析、比較和對比。(Determine relationship、Analyse、
Compare、Contrast) 

綜合 (Synthesis) 
能夠從各種論點中得出結論，彙整所得到的結論，最後

再構成自己的觀念。(Draw conclusion、Assemble、
Compose ideas) 

評估 (Evaluation) 
能夠透過使用評量準則、評價、辯護以及預測等方式，

對所獲得的資訊進行判斷。(Make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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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 Bloom, 1984) 
 
2.2.2. Biggs (1999)：SOLO 知識分類法 

Bloom 的 6 類分法是以教學的立場來進行分類，而在更近期的學者 Biggs 
(1999)也創立了另一套對學習成果分類的方法 - SOLO，全名為“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該套方法則是以學生學習的角度來進行分類，分

類的依據是以學習者取得知識後對該知識建構意義的程度來區分學習成果的等

級，共有 5 個等級，如下表所述：  

表三：Taxonomy by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知識建構的程度 具備能力 
Prestructural 學生未領會重點 
Unistructural 學生能夠分辨以及處理簡單的程序 
Multistructural 學生能夠列舉describe、list、combine、complete algorithms 
Relational 學生能夠對所獲得的資訊進行比較、對比、解釋因果關係以及分析

Extended Abstract 學生能夠開始建立理論、歸納、假設以及反思 
(資料來源：整理自 Biggs, 1999) 
 
2.2.3. Jonassen, Mayes and McAleese (1993)：知識類型與教學策略 

學者 Jonassen, Mayes 與 McAleese (1993)曾經為想要使用 WWW 做為教學工

具的教師提出一套指導方針，請詳見下圖，其目的在於引導教師依據不同的知識

類型(預期學習成果)選擇適當的學習教材與教學策略來促進整個教學的過程。 

 

知識類型 

教學策略 

圖 1.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1、 初階知識(Initial Knowledge) 
(1) 知識內容以「事實」、「規則」與「程序步驟」為主。 
(2) 教材類型要能夠讓學習者立即地獲取與「事實、規則、程序步驟」此類知

識有關的資訊。 
(3) 教學策略為「Teacher-Centred」，也就是遵照老師所指示的教學順序以確

保老師所安排的所有教材內容都有被存取與閱讀。 
2、 進階知識(Advanced Knowledge) 

(1) 知識內容以「了解並發展概念與原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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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策略可使用「引導式學習(Guided Learning)」、「輔導式學習(Coaching)」
與「鷹架學習(Scaffolding)」等方法。 

(3) 另外，學生可藉由自己的「先備知識」與「迅速理解新教材」的能力來做

為自我學習的指引；並且透過自由地流覽與探索相關資訊並藉由詢問來尋

找問題的答案，同時再搭配教材的導引。 
3、 專業技能(Expertise) 

(1) 知識內容除了繼續獲取進階知識之外，還透過強烈地個人導向活動，發展

出牢固的個人觀點。 
(2) 教材類型方面並沒有特別規定要使用何種教材。 
(3) 教學策略為「Student-Centred」，也就是鼓勵學習者進行反思、表達以及解

決認知衝突。 
 
2.2.4. Prensky (2001)：學習內容的類型與相對應的遊戲種類 

學者 Prensky(2001)認為學習的內容，也就是知識，有許多種類型，例如：

事實、技能、判斷、理論、推理等等，所以在教學設計的過程中會依據不同的學

習內容設計不同的學習活動來輔助教學。同樣地，若欲將遊戲融入教學，使其成

為學習活動的一部分時，則需要依據不同學習內容的特質而採用不同風格的遊戲

來增加達成學習目標的可能性。有關學習內容、學習活動與遊戲類型的配對建議

如下表所述： 

表四：學習的類型與可採用的遊戲風格 

“Content” Examples Learning activities Possible Game Styles 

事實 

Facts 

 法律 Laws 

 政策 Policies 

 產品說明書 Product 

Specification 

 詢問 Questions 

 記憶 Memorization 

 聯想 Association 

 訓練 Drill 

 Game show competitions 

 Flashcard type games 

 Mnemonics (記憶術) 

 Action 

 Sports games 

技能 

Skills 

 訪談 Interviewing 

 教學 Teaching 

 銷售 Selling 

 運作一台機器 running a 

machine 

 專案管理 Project Management 

 模仿 Imitation 

 給予回饋 Feedback 

 指導、輔導 Coaching 

 持續的練習 Continuous 

Practice 

 逐漸增加的挑戰 Increasing 

Challenge 

 Persistent state games (不斷說

明的遊戲) 

 Role-play games 

 Adventure games 

 Detective games 

判斷、鑑定 

Judgment 

 決策管理 Management 

Decisions 

 時間的選擇 Timing 

 道德標準 Ethics 

 案例評論 Reviewing Cases 

 發問 Asking Questions 

 做選擇(並實作) Making 

Choices (practice) 

 Role-play games 

 Detective games 

 Multiplayer interaction 

 Adventur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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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用員工 Hiring  給予回饋 Feedback 

 指導、輔導 Coaching 

 Strategy games 

行為 

Behaviors 

 監督 Supervision 

 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Setting Examples 

 模仿 Imitation 

 給予回饋 Feedback 

 指導、輔導 Coaching 

 實作 Practice 

 Role-play games 

理論 

Theories 

 市場原理 Marketing Rationale 

 人們如何學習 How People 

Learn 

 邏輯推理 Logic 

 實驗 Experimentation 

 詢問 Questioning 

 Open ended simulation games 

(開放式模擬遊戲) 

 Building games 

 Constructing games 

 Reality testing games 

推理 

Reasoning 

 策略性思考 Strategic and 

Tactical thinking 

 質性分析 Quality Analysis 

 問題 Problems 

 範例 Examples 

 Puzzles (猜謎遊戲) 

流程、過程、 

程序 

Process 

 審核稽查 Auditing 

 策略創造 Strategy Creation 

 系統分析與解構 System 

Analysis and Deconstruction 

 實作練習 Practice 

 Strategy games 

 Adventure games 

程序、步驟、 

手續 

Procedures 

 機械裝配組裝 Assembly 

 銀行出納員 Bank Teller 

 有關法律的程序 Legal 

 模仿 Imitation 

 實作練習 Practice 

 Timed games (有時間限制的

遊戲) 

 Reflex games 

創造力 

Creativity 

 發明 Invention 

 產品設計 Product Design 

 玩 Play  Puzzles 

 Invention games 

語言 

Language 

 縮寫 Acronyms 

 外國語言 Foreign Language 

 商業或專業的行話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Jargon 

 模仿 Imitation 

 持續的練習 Continuous 

Practice 

 沈浸於學習之中 Immersion 

 Role-play games 

 Reflex games 

 Flashcard games 

系統、體制 

Systems 

 保健事業 Health Care 

 股票市場 Markets 

 提煉事業 Refineries 

 理解原則 

 分等任務 

 Play in microworlds 

 Simulation games 

觀察(力) 

Observation 

 情緒 Moods 

 道德品行 Morale 

 沒有效率 Inefficiencies 

 問題 Problems 

 觀察 Observing 

 給予回饋 Feedback 

 Concentration games 

 Adventure games 

溝通 

Communication 

 適當的言語 Appropriate 

Language 

 時間的選擇 Timing 

 涉入、牽連 Involvement 

 模仿 Imitation 

 實作練習 Practice 

 Role-play games 

 Reflex games 

(資料來源：整理自 Prensk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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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流理論與經驗學習理論 

設計數位式學習遊戲時需要從三個大方向切入思考，分別是「教育觀點」、「心

理觀點」與「遊戲設計觀點」，其中本節將分兩段來探討心理觀點與教育觀點中

的主要理論依據 – 心流(flow)理論與經驗學習理論；而有關遊戲設計觀點的理論

依據則留在下一節中再進行討論。 
 
2.3.1. 心流理論 
2.3.1.1. 心流與遊戲 

心流指的是一種心理狀態，在此狀態下人們會對某一活動(大多數是目標導

向的活動，例如：攀岩、棋奕)完全地投入且沈浸於其中(Csikszentmihalyi, 1991)，
而且在過程中會涉及最佳的經驗，當進入此最佳經驗的狀態時，人們會忘卻身旁

其它的人事物而眼中只有當下這件活動。 
 

遊戲的設計目的就是期許能對玩家(學習者)產生正向的影響，如果它能使得

玩家體驗到心流經驗，那麼這遊戲就可算是成功的遊戲了。而教育遊戲的目的就

是提供學習者與主要任務，也就是學習目的，相關的挑戰，希望藉此使得學習者

有機會體驗到心流經驗(Kiili, 2005)。 
 

遊戲使用者的先備知識(prior knowledge)會影響其目前的技能層級，因此會

間接地影響其體驗與感知遊戲所創造出來的世界；若教育遊戲能夠提供學習者目

前技能層級可以解決的挑戰，也就是與技能相符的挑戰，那麼學習者體驗到心流

經驗的可能性將會更高(Kiili, 2005)。下圖說明了技能與挑戰的關係是如何讓學習

者(遊戲使用者、玩家)產生心流的。 
 

 

圖 2. 心流模式(一) (修改自 Csikszentmihalyi,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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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中我們可以得知在遊戲世界中，玩家(學習者)所面臨的挑戰與其本身

的技能是息息相關的；假如所面臨的挑戰高於目前的技能，則玩家很可能會感受

到焦慮，反之，若所面臨的挑戰低於目前的技能，則玩家會感覺到無聊。而圖中

的灰色地帶即是所謂的 ZPD(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區域，該區域所代表

的意義是，當玩家因為面臨的挑戰高於目前技能而感到焦慮時，其可以透過(1)
遊戲所提供的指導方針(2)來自其他玩家的協助，而提高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Vygotsky, 1962)，藉此讓原先感到焦慮的玩家也能夠體驗到心流，所以原先圖中

的心流領域(flow channel)也因此而擴大了。 
 
2.3.1.2. 心流的動態性質 

根據 Csikszentmihalyi(1991)的研究發現，其提出了心流的動態性質，解釋了

為何心流活動能夠導致從事活動者(玩家、學習者)在活動中成長與發現；

Csikszentmihalyi 使用下圖來解釋其發現。 

 

圖 3. 心流模式(二) (修改自 Csikszentmihalyi, 1991) 

 
所謂在活動中的成長與發現，可以解釋為從事活動者的狀態從上圖中的 P1

移轉到 P4，而在這移轉的過程中將會持續不斷地發生下列的狀況，也就是因為

持續不斷地重複這些狀況，才能夠使得從事活動者的狀態從P1漸漸地移轉至P4： 
1、P1 → P2 → P4： 

 P1→P2 – 從事活動者在活動的過程中因為自我技能的提升，漸漸覺得活

動所提供的挑戰愈來愈簡單，而開始感到無趣。 
 P2→P4 – 從事活動者藉由提高自己在遊戲中的目標，或是要求自己於活

動中所產出的成果品質要更加的完美，使得自己能夠再度回到產生心流的

範圍(flow channel)內。 
2、P1 → P3 → P4： 

 P1→P3 – 從事活動者在活動的過程中發現活動所提供的挑戰難度過高，

自己無法負荷，因此逐漸感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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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P4 – 從事活動者藉由增加本身的技能使得自己能夠再度回到產生心

流的範圍內。透過其他玩家的協助，感到焦慮的從事活動者(P3)能夠更快

速且順利地回到心流範圍之中。 
 
2.3.1.3. 以電腦為中介環境中的心流 

爲了與以往進行心流研究的活動(通常為真實情境下，例如：攀岩、棋奕)有
所區別，在對以電腦為中介(Computer-mediated)環境下的活動進行心流研究時，

通常會使用 PAT(Person-Artifact-Task)模式來進行分析(Finneran & Zhang, 2003)，
PAT 模式的貢獻在於能夠分析出「在以電腦為中介的環境下，究竟是什麼因素決

定從事活動者(玩家、學習者)是否能夠體驗到心流經驗？」是任務本身呢？還是

中介工具(artifact)的使用？亦或是參與者個人的差異？或者是此三者間的互動所

造成的呢？ 
 

在以電腦為中介環境下的心流研究中，將心流分為三個階段(Chen, Wigand & 
Nilan, 1999；Hoffman & Novak, 1996)，其內容分別為： 
1、促成心流的先決因素(Flow Antecedent) – 

(1) 專注力(Focused Attention) 
(2) 清楚的目標(A Clear Set of Goals) 
(3) 立即與適當的回饋(Immediate and Appropriate Feedback) 
(4) 潛在的控制慾望(Potential Control) 
(5) 符合個人技術等級的挑戰(Challenge matching the Person’s Skills) 

 Person ←→ Artifact 
 Person ←→ Task 

(6) 可玩性(Playfulness) 
(7) 可用性(Usability)：遊戲速度的快慢與是否容易操作使用 

2、體驗心流經驗的當下(Flow Experience) – 
(1) 行動(action)與認知(awareness)的同化 
(2) 專注 
(3) 對活動具有控制的感覺 
(4) 失去對時間的感受 
(5) (遠距)臨場感(Telepresence) 

3、體驗心流後帶來的結果(Flow Consequence) – 
(1) 增加的學習行為 
(2) 增加的探索行為 
(3) 正面的影響 
(4) 對 IT 的接受程度增加 
(5) 行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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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呈現了在以電腦為中介的環境下心流的架構，該架構包含了上述心流三

階段中的各項因素以及 PAT 模式中的元件(Kiili, 2005)： 

 

圖 4. 以電腦為中介環境的心流架構 

 
2.3.1.4. 引起心流經驗發生的活動 

從過往的研究中顯示，能夠促成心流經驗發生的活動有數項，其中被公認為

最主要的有三項，分別為： 
1、內容創造(Content Creation)(Kiili, 2005) 
2、搜索資訊(Information Seeking)(Chen, Wigand & Nilan, 1999) 
3、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 商業娛樂遊戲最常提供該類活動(Kiili, 2005)。 
 
2.3.1.5. 阻礙心流經驗的因素 

根據過往的研究發現，下列數項因素為阻礙遊戲玩家(學習者)體驗心流經驗

的主要原因(Kiili, 2005)： 
1、遊戲的可用性不佳 (Bad Usability) 
2、玩家技能不足 (Insufficient Skills) 
3、回饋速度太慢 (Slow Feedback) – 可能原因有網路速度太慢、電腦效能太差 
4、遊戲所呈現的遊戲性不高 (Low gamefulness) 
5、不相稱的挑戰與玩家技能 – 是促成 flow experience 的最主要因素 
 
2.3.2. 經驗學習理論 

在有關經驗學習的理論中包含了數個模式，這些模式共同地都會特別強調

「直接體驗(direct experience)」與「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的重要性；

而在經驗學習的領域中，尤以 Kolb(1984)所提出的包含四個階段的經驗學習模式

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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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 的經驗學習模式是經驗學習領域中的一項重要研究成果，其包含四階

段，該模式強調「學習的本質是一連串目標導向活動所串聯起來的」，並且以「適

當的回饋」做為此連續過程的銜接劑。其中包含的四階段循環過程如下圖所示： 

 

圖 5. 經驗學習模式的四個階段 

1、First Phase – 具體經驗。 
2、Second Phase – 根據具體經驗進行資料蒐集與反思觀察。 
3、Third Phase – 抽象概念化；根據蒐集到的資料與反思觀察後的結果，對體驗

到的經驗進行歸納、結論並且針對事實現象提出假設。 
4、Fourth Phase – 在新的情境中實際地去測試在抽象概念化階段所得到的假設

與想法。 
 

經驗學習的觀念爲「遊戲設計」與「教育」兩者之間的觀點整合提供了充份

的理論基礎，以目前廣泛被應用的商業遊戲為例，該類型遊戲即是根據經驗學習

理論發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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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評量數位遊戲的準則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發展一套標準的評量數位學習遊戲設計的工具，在過往的

文獻中也有許多學者曾經試著提出評量數位遊戲設計的準則、架構與模式，其中

有的是單純針對一般休閒娛樂遊戲的設計，有的則是針對教育遊戲。本節的重點

在探討設計數位式學習遊戲時所應當採取的三大考量中的「遊戲設計觀點」，底

下將以兩小節來分別敘述過去文獻中所提出的評量準則、架構與模式，第一小節

在探討一般休閒娛樂遊戲，第二節則是教育遊戲。 
 
2.4.1. 商業遊戲、休閒遊戲 – GameFlow 

學者 Sweetser & Wyeth (2005)依據構成心流的元素為基礎，發展出一套專門

評量電腦遊戲的模式，GameFlow，該模式包含八個核心元素，分別為

「Concentration」、「Challenge」、「Skills」、「Control」、「Clear Goals」、「Feedback」、
「Immersion」與「Social」，其中每一個元素又各自包含數項評量準則。下表為

GameFlow模式中的八大核心元素與Csikszentmihalyi (1990)所提出構成心流的元

素之間的相關配對比較。 

表五：遊戲要素與心流要素的配對 

 
1、遊戲本身就是一項能夠被完成的工作任務。 
2、遊戲必須藉由大量的工作負擔(workload)來保持玩家的注意力。 
3、但是遊戲中的任務必須具備足夠的挑戰，這樣才能夠使玩家從中獲得享受。 
4、玩家必須具備足夠的技能來解決這些富挑戰性的任務。 
5、這些任務必須擁有明確的目標，這樣玩家才能夠有完成任務的可能。 
6、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玩家必須要有接受到回饋。 
7、假如玩家已具備了足夠的技能，並且任務也有明確的目標與適當的回饋，這

樣一來，玩家在執行遊戲任務的過程中將會產生對該任務的控制感。 
8、上述的種種因素將導致玩家完全地沈浸且全神貫注於遊戲當中，如此將使得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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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暫時遺忘日常生活中的事情(例如：不愉快的經驗) 
(2) 當下失去對自我的感知能力(忘我) 
(3) 對時間的知覺被改變了(例如：玩遊戲時常常會覺得時間是靜止的，但是

遊戲結束後忽然發現時間已經過這麼久了) 
9、人們有時候玩遊戲僅僅是為了與他人互動，即使他們不喜歡玩遊戲甚至是他

們不喜歡該遊戲。 
 

在 GameFlow 模式中有八項要素，每一項要素皆包含了一個全面性的目標以

及一組重要的評斷準則，這些準則主要目的是用來設計與評估遊戲中玩家的愉悅

感，其詳細的內容分別如下： 
 
2.4.1.1. 專注 

表六：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專注力 

 
當一個人的所有相關技能都需要被用來處理某個情境下的挑戰時，此人的注

意力必定完全地被該活動(處理挑戰所採取的活動)所吸引，而沒有額外的心力能

夠處理其它與該活動無關的事情(Csikszentmihalyi, 1990)。 
 

以即時戰略(RTS)遊戲為例，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Concentration」此要素的

標準，則必須要盡量具備「細緻的遊戲世界的物件」、「詳細的敘事(narrative)」、
「優良的自動化功能」、「簡易的玩法(Gameplay)與介面」與「擁有許多必須被監

控的任務與物件」這些條件。 
 
2.4.1.2. 挑戰 

表七：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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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遊戲設計得好不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量觀點常常是看它所呈現出

來的挑戰內容，因為遊戲就是藉著挑戰玩家來使玩家感到愉悅，因此「遊戲提供

的挑戰」在遊戲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大部分的遊戲都允許玩家選擇適合他們的遊戲難度，因為這樣就能夠根據玩

家的技術層級來調節遊戲中競爭情境的成功與失敗的機率。遊戲剛開始時不能太

困難，並且要能夠引誘玩家不斷地嘗試新的策略，並且在遊戲的過程中要能夠使

玩家的技能逐漸發展、熟練，最後在遊戲結束的同時使玩家的愉悅程度達到最高

潮。 
 

因此，遊戲步調(pace)是挑戰中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當能夠控制玩家體驗新

挑戰的速度後，也就能夠在整個遊戲的過程中，維持遊戲所提供的挑戰與緊張感

的程度，藉此不斷地保持甚至提高玩家的愉悅感。 
 

以即時戰略遊戲為例，在遊戲中構成「Challenge」此要素的來源有： 
1、故事模式中的對手，也就是電腦人工智慧，所提供的遊戲難度 
2、整體遊戲情境設定所提供的遊戲難度 
3、各式各樣的任務所提供的遊戲難度 
4、逐漸地增加遊戲的難度 
5、對遊戲越來越熟練的過程 
 
2.4.1.3. 玩家的技能等級 

表八：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玩家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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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們如何被教會玩遊戲對玩家們在“發展技能＂與“感受遊戲帶來的愉

悅＂兩方面的影響甚大。當玩家是「一邊玩遊戲一邊學習(learning as playing)」
時，他們自然地會將「學習技能」與「實踐學到的技能」視為是完成原本就應當

完成之事情的其中一部分。「一邊玩遊戲一邊學習」的方式使得玩家能夠在更貼

近真實的情境中有規則地學習。 
 

為了鼓勵玩家在遊戲中發展技能並且認真地投注心力在遊戲中，遊戲必須給

予玩家適當的獎賞，其中「在遊戲過程中努力付出但未能成功完成任務」與「成

功完成任務」所獲得的獎賞應該是一致的。 
 

此外，在遊戲過程中，當玩家發展技能時，需要遊戲提供適當的協助；而在

提供玩家協助時應當注意的原則為「On Demand」、「Just in Time」、「In the Form of 
Hints」與「Context Sensitive」，這是為了避免在不適當的時機提供玩家不適當的

協助，這反而會造成他們沈浸於遊戲中的感覺被打斷。 
 

除了上述以「學習」、「獎賞」與「協助」來探討玩家發展技能之外，還有一

點需要留意的是，遊戲的介面必須從頭至尾保持一致的風格，並且遵守產業設計

的標準，如此一來將能夠促使玩家加速地發展技能。 
 

以即時戰略遊戲為例，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Play Skills」此要素的標準，

則必須盡量提供「以描述為主的提示工具」、「線上協助」、「可自由選擇的

tutorial」、「簡易且設計良好的介面」、「遵守相關的遊戲設計原則」、「視覺上與聽

覺上的暗示」、「漸進地介紹與遊戲內容相關的資訊」與「獎賞」這些功能。 
 
2.4.1.4. 玩家對遊戲的控制慾望 

表九：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對遊戲的控制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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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的決策應當能夠型塑遊戲的世界與玩法(gameplay)，如此一來，遊戲將

會隨著不同使用者的操作而呈現不同的遊戲內容、畫面、挑戰與情境。越能夠被

玩家在遊戲過程中的決策所影響的遊戲則越具備重複可玩性(replayable)，因為在

正常的情境下，玩家在每一次玩遊戲時所採取的決策應該不會是一樣的，而這不

同的決策會改變整體遊戲的呈現，因此玩家每次都必須採取不同的行為來處理新

的挑戰。 
 

在遊戲中不應該有唯一的最佳策略，這是為了保持遊戲的平衡，遊戲的玩法

(gameplay)應該要設計成能夠讓玩家利用多種的遊戲路徑來完成整個遊戲過程，

或是讓玩家能夠透過多樣的方法在遊戲中獲得勝利。 
 

遊戲其本身在結構上就是具備線性的特質，然而，為了讓玩家以為自己能夠

預測遊戲中接下來將發生的狀況，藉此讓他們產生對遊戲的控制感，遊戲設計者

必須將遊戲的線性特質隱藏起來。簡而言之，此要素的原則就是，應該要讓玩家

覺得是他們在玩遊戲，而不是被遊戲玩。 
 

以即時戰略遊戲為例，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Control」此要素的標準，則必

須要盡量具備「讓玩家自己發現問題(Pathfinding)」、「讓玩家自我調整心態

(Attitude adjustment)」、「物件型態一致(Unit formation)」、「容易控制的介面，像

是：熱鍵、button-heavy design、shallow menus、clear icons」與「沒有 bug」這

些條件。 
 
2.4.1.5. 明確的目標 

表十：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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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整體目標在遊戲開始時就會被說明，通常是透過一齣介紹性的影片來

建立整個遊戲的故事背景；而在遊戲過程中則是採用“briefings＂的方式來描述

完成中介目標所需執行的任務。 
 

以即時戰略遊戲為例，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Clear Goals」此要素的標準，

則必須要盡量具備下述的條件： 
1、開場介紹 – 提供背景、動機與整體目標。 
2、遊戲過程中的介紹 – 呈現中介目標與明確的任務，促進故事的發展。 
 
2.4.1.6. 適當的回饋 

表十一：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回饋 

 
遊戲在進行的過程中必須頻繁地提供玩家相關的回饋，讓他們能夠判斷現階

段與完成遊戲目標之間尚有多少距離；或是當玩家在遊戲中失去進行的方向時，

也能夠透過遊戲所提供的回饋來告知他們該如何找回正確的方向。在遊戲進行

時，遊戲的畫面與聲音都能夠被用來做為傳遞回饋的媒介。 
 

以即時戰略遊戲為例，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Feedback」此要素的標準，則

必須要盡量具備下述的條件： 
1、 告知使用者任務是否完成(或失敗) 
2、 在任務結束時，顯示分數與此任務的摘要報告 
3、 在行動、任務、事件發生時，提供視覺上與聽覺上的回饋 
 
2.4.1.7. 沈浸於遊戲當中 

表十二：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沈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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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sion」、「Engagement」與「Absorption」在遊戲設計與遊戲的相關研

究中，是三項常被談到的重要概念。 
 

Narrative(例如：簡介、故事情節)對於促使玩家沈浸於遊戲之中是功不可沒

的，當遊戲告知玩家該遊戲的故事背景時，通常會讓玩家知道他們所控制的角色

是誰，而該角色於遊戲故事中發生了什麼事，藉此讓玩家覺得他們自己也是這故

事中的一份子。 
 

以即時戰略遊戲來說，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Immersion」此要素的標準，

則必須要盡量具備下述的條件： 
1、讓玩家專注在遊戲上 
2、玩家感覺自己是與遊戲中角色與故事情節是有所聯繫的 
3、藉由調整與控制遊戲進行的步調，使得玩家感覺到興奮刺激 
4、沒有任何時刻是讓玩家處於閒置或等待的狀態 
 
2.4.1.8. 社交上的互動 

表十三：GameFlow 評量遊戲中玩家愉悅程度的準則 – 社交互動 

 

社交互動不像是其它的心流要素，其本身不屬於任務的一部份，但是，透過

執行任務卻能夠促使參與者之間進行社交互動。 
 

以即時戰略遊戲來說，若在遊戲中想要達到「Social Interaction」此要素的標

準，則必須要盡量具備「多玩家模式」、「免費的線上服務 – Matchmaking、
Rankings」、「能夠與其他玩家合作或競爭」、「文字聊天模式」與「能夠創造與分

享遊戲的內容」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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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教育遊戲 

底下將介紹兩個有關評估教育遊戲的模式，第一個是經驗遊戲模式

(Experiential Gaming Model)，由學者 Kiili (2005)所提出，目的在於設計與分析數

位式教育遊戲，不過該模式目前的發展僅做為教育理論與遊戲設計之間的連結，

並未提供明確的依據準則來引導整個遊戲設計專案過程的進行。第二個是一個評

估架構，用來評估以遊戲模擬為基礎的教育，由學者 Freitas & Oliver(2006)所提

出，目的是在於解決以往因為缺乏專門的評估架構而造成的「阻礙遊戲與模擬被

應用在正式教育情境」的問題。 
 
2.4.2.1. 經驗遊戲模式 

 

圖 6. 經驗遊戲模式 

教育遊戲設計者應該注意的焦點是，能夠促進玩家體驗心流經驗的因素，而

經驗遊戲模式(Experiential Gaming Model)則為此提供了一個良好的設計架構。該

模式強調在學習過程中的必要活動，不是只有認知上的建構，同時也該包含學習

者在過程中所採取的應對行為。因此在該模式中，學習被定義為，透過在遊戲中

的行動與實踐來組織個人的認知結構。 
 

此模式包含三個主要部份： 
1、Ideation Loop –  

(1) 產生解決方法，分為兩階段，分別為： 
 Preinvative idea generation：在不考慮現實環境限制下所想出來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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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Idea generation：經過考量現實環境中的限制後，所產生的問題解決方

法。 
(2) 淨化已經在 experience loop 中測試過的舊解決方案。所採用的方法為加入

富有創意的新想法，以期再次產生新的解決方案以投入 experience loop 中

進行測試。 
(3) 如果該階段是透過群體協同合作的方式來進行，那麼效果將會更好。 

2、Experience Loop – 
玩家檢驗由 ideation loop 所產生的問題解決方法，而形成下列的循環過程：

朝著明確的目標進行「實際的實驗」 → 實驗後得到回饋 → 對所得的回饋

進行「觀察與反思」→ 專心致志地將觀察與反思所得的結果轉換為個人心智

中的心象(Schemata) → 玩家的技能提升並且漸漸對遊戲產生了控制感 → 
重新擬定新的解決方法。 

3、Challenge Bank – 該模式的心臟 
(1) 依據教育的目標產生相關的問題與挑戰 
(2) 藉由提供符合玩家現有技能的挑戰來增加玩家體驗心流經驗的可能性 
(3) 根據玩家技能發展的步調而調整挑戰的難易程度，藉此維持玩家在整個遊

戲過程中的動機與愉悅感。 
 
2.4.2.2. 專為以遊戲與模擬為基礎之教育所設計的評估架構 

當教師想要在他們實務教學上引進遊戲與模擬方式的教學方法時，他們將會

面臨到以下幾個問題： 
1、針對特定的學習情境該選擇哪一類的遊戲或模擬？ 
2、該使用何種教學方法(理論)來確保(支持)此類型的教學活動能夠帶來預期的

學習成果？ 
3、該如何證實被選用的遊戲或模擬應用在教學時確實具備有效性？ 
 

本小節將介紹的評估架構的重點在於協助教學設計者設計出能夠將遊戲融

入教學情境的教學方法，以及該如何來評估此教學方法的效益。本架構是依據四

項特徵而設計的： 
1、Student – 架構中的「Learner Specification」面向 
2、Teacher – 架構中的「Pedagogic Consideration」面向 
3、Tools/Resource Available – 架構中的「Context」面向 
4、Representation issues – 架構中的「Mode of Representation」 
 

而此四項特徵也構成了本小節所要描述架構的四個面向。架構的內容請詳見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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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專為以遊戲與模擬為基礎之教育所設計的評估架構 

1、第一個組成要素：Context 
(1) 焦點：play 與 learning 發生的特定情境，包括 

 macro-level：歷史、政治與經濟因素 
 micro-level： 
1. 特定資源以及特定工具的取得能力 
2. 教學者的背景以及對知識的了解程度 
3. 技術支援的取得能力 

2、第二個組成要素：Learner Specification 
(1) 焦點：特定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特質，包括： 

 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年齡 
 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先備知識層級 
 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學習背景 
 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學習風格 
 學習者(或學習群體)的學習偏好 

(2) 研究顯示，遊戲與模擬明顯地能夠支援差異化學習 
(3) 遊戲與模擬既能夠支援正式的學習，也能夠支援非正式的學習，甚至能

夠有效地鏈結正式與非正式學習的學習過程，進而促使學習成果早日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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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個組成要素：Mode of Representation 
(1) 焦點：遊戲與模擬之內在世界的呈現方式 

4、第四個組成要素：Pedagogic Consideration 
(1) 焦點：在正式的課程學習時間中的學習過程，以及非正式學習時間中的學

習過程。 
(2) 此要素促使實踐者 (教師 )仔細地考量用來做為教學實作的依據方法

(methods)、理論(theories)、模式(models)以及架構(frameworks)。 
(3) 由於越來越多新的軟體工具以及 e-content與 e-assessment陸陸續續地被開

發出來，導致衍生出越來越多的差異化學習理論，此面向也考慮到如何搭

配這些學習理論來發展適當的學習內容。 
 

此四個面向所組成的架構能夠提供現有的以及未來將出現的教育遊戲與模

擬一個評估的依據準則，並且能夠延伸應用至其它形式的 e-content(例如：虛擬

實境、擴增實境)。此四個面向不能夠個別地單獨考量，其必須是整體地宏觀，

並且要熟悉此四面向之間的關係與配置(map)。 
 

該架構的原意在於做為一套可供下列各角色使用的檢驗準則，而使用的原則

為「反覆地考量此架構的四個面向」： 
1、教學實踐者(教師) –  

可以依據該準則來決定如何將遊戲與模擬融入其課程設計中。 
2、研究人員與評估人員 

可以依據該準則來發展出一套評估現有教育遊戲與模擬的評估機制。 
3、教育設計者 – 

依據此架構設計出更以使用者為導向且更能夠為專業領域所參考的教育要

素。 
 

遊戲設計者在遊戲設計之前若能使用此 4-dimensional framework，將會使得

設計出來的遊戲更能符合課程需求，並且更能在遊戲中確實地傳達學習的活動。

這樣一來遊戲設計者將更能夠把他們的心思放置在： 
1、 創造出對學習者來說更具挑戰性的遊戲內容。 
2、 讓遊戲更能支援學習者於 debriefing session 中反思學習過程。 
3、 讓遊戲更能提供學習者採用團隊運作來學習的機會。 
 

下表為根據上述的 4-dimensional framework 所推演出來的檢驗用核對清單，

用來評估教育遊戲與模擬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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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評估用之核對清單 – 針對教育遊戲與模擬的使用 

Context Learner Specification 
Pedagogic 

Considerations 
Mode of Representation

(tools for use) 
(1) 學習情境為何？(學

校、大學、家裡或者

是數種情境的綜合) 
(2) 學習情境有影響到

學習嗎？(level of 
resource, 
accessibility, 
technical support) 

(3) 學習情境與實際實

行教學之間該如何

配合？ 

(1) 誰是學習者？ 
(2) 學習群體中有誰？ 
(3) 他(們)的學習背景與

學習經歷為何？ 
(4) 他(們)的學習風格與

學習偏好為何？ 
(5) 該怎麼做才能最有

效地支援到學習者

或是學習群體？ 
(6) 學習群體合作的方

式為何？(單獨作

業、小組分工)而該採

用哪一種協同合作

的教學法來支援？ 

(1) 正在使用的教學模

式為何？ 
(2) 哪一種教學模式是

最有效的？ 
(3) 課程目標為何？(請

詳列) 
(4) 預期學習成果為

何？ 
(5) 學習活動為何？ 
(6) 如何透過現有的遊

戲或模擬來達成學

習活動與學習成

果？ 
(7) 如何透過特別開發

的軟體(該軟體能夠

融入課程規劃當中)
來達成學習活動與

學習成果？ 
(8) 如何利用

briefing/debriefing(
提示/解說)來增強學

習成果？ 

(1) 採用哪一種軟體工

具或軟體 content 最
能夠使遊戲有效地

支援學習活動？ 
(2) 遊戲內容需要達到

什麼程度的保真

(fidelity)才能夠有效

地支援學習活動與

學習成果？ 
(3) 遊戲需要使學習者

達到什麼程度的投

入與專心才能夠有

效地支援學習成

果？ 
(4) 遊戲的內容需要達

到什麼樣程度的真

實性才能夠達成學

習目的？ 
(5) 該如何建立起遊戲/

模擬世界與學習歷

程反思之間的關

連？ 
(資料來源：整理自 Freitas, S. D. & Oliver, 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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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量表發展與評量 

量表是用來測量人類心理特性或個別差異的一種科學工具，專家認為量表具

有評估(assessment)、診斷(diagnosis)、預測(prediction)三種功能(DeVellis, 1999)。
本研究所發展的「數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將以「普遍化」

(generalized)為原則，因此較傾向於測量數位學習遊戲中所有可能促成學習者產

生愉悅的因素，以擴大其適用範圍。以下針對「量表發展」與「量表評量」兩方

面做介紹： 
 
2.5.1. 量表發展 

學者DeVellis(1999)曾經提出發展量表所需要的八大步驟，包括：(一)清楚地

界定想測量的概念，(二)建立題庫，(三)決定測量的格式，(四)請專家檢視最初的

試題內容，(五)考慮加入效度評估試題，(六)選定樣本並進行試題施測，(七)評估

試題，(八)選擇量表長度。分述如下： 
 
2.5.1.1. 清楚地界定想測量的概念 

理論對於澄清概念是一大助力，在正式發展量表之前，應該要能加以引用相

關的社會科學理論，因為理論與所欲測量現象之間應該是息息相關的。但是，若

現存的理論無法提供一個正確的方向時，研究者必須查證相關文獻，先詳細闡明

自己的概念模式，再嘗試將想要測量的概念進行操作定義說明。同時，發展量表

必須清晰的知道什麼應該包括在測量之中，量表可以依據所要測量的情境，發展

出一般性或較具體化的測量，這應當視測量的目的為「測量一項非常明確的行為

或概念」或「測量較為總括(一般性)的事物或現象」而定，而具體化又有協助概

念澄清的功用(DeVellis, 1999)。 
 
2.5.1.2. 建立試題題庫 

清楚的形成量表的概念後，接著就是建立題庫，所選擇之試題須能夠反應量

表的概念，每一個試題本身被視為是測定某一潛在概念強度的試驗。當發展量表

時，試題的重覆或累贅並不是壞事，其將能夠幫助研究者操弄量表中的試題，使

它們看起來似乎有所不同，但卻測量同一個潛在變相。而題庫中的試題數目要多

少才算足夠呢？通常在題庫中保有三至四倍多於最後正式量表的試題數目，是很

常見的事，但是，基於某些特定內容範圍之下的問項很不容易被發展出來，因此，

量表發展之初的題庫大約只須比最後正式量表的試題數目多 50%即可。 
 
2.5.1.3. 決定測量的格式 

量表選項有各式各樣的形式，諸如：塞斯通式量表法(Thurston Scale)、格特

曼量表法(Guttman Scale)、利式量表法(Likert Scale)、語意差異量表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與視覺類比量表法(Visual Analong Scale)，其中本研究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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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格式為「利式量表法」與「視覺類比量表法」兩種。視覺類比量表法之優點

是：重複測量時受試者幾乎很難精確的重複過去的答案，它通常用來作單一問項

的測量，例如常見的「疼痛」視覺量表；至於利式量表法，則是最普遍的問項格

式，使用該量表法時，問項以敘述句的方式陳述呈現，後面跟隨著許多選項，研

究者須根據研究目的考慮選項的措辭。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採用利式量表法共

分七個等級分別為「非常不同意」一分，「不同意」二分，「有點不同意」三分，

「普通」四分，「有點同意」五分，「同意」六分以及「非常同意」七分。並採

用「整體愉悅感受」視覺類比量表，以實線連接「完全感受不到愉悅」與「愉悅

達最高點」，詢問受測者在遊戲過程中愉悅的程度(0 至 100 分計)。 
 
2.5.1.4. 請專家檢視最初的試題內容 

請專家檢視最初的試題內容為的是最大化量表的內容效度，須請一群對量表

內容有專長的人，審視這些試題。最初的試題內容由該領域的專家檢視，可以鞏

固量表發展者對該測量概念的定義，亦即研究者請這些專家充當審查小組，評估

每個試題與研究者想要測量的概念之間是否適切。本研究協助檢視量表內容之專

家為本研究之研究者的指導教授。 
 
2.5.1.5. 考慮加入效度評估試題 

量表發展的重心在於產生一組適當的試題。有學者認為在同一份問卷中包含

一些額外的試題，可以幫助決定最後定案量表的效度(DeVellis, 1999)。可考慮在

問卷中包含一組社會期望量表，它可讓研究者評估，每一試題受社會期望的影響

有多強。新發展量表所測得之分數與社會期望量表所測得之分數的相關係數，應

愈低愈好。這種相關模式可作為效度宣稱的支持，亦可提供研究者有關此份量表

表現不如期望的線索。 
 
2.5.1.6. 選定樣本進行試題施測 

決定量表中與概念相關且具效度的試題後，接著將使用這些新的試題對一些

選定樣本進行試題施測。受測者的樣本必須夠大，但是究竟樣本人數要多大才可

稱為「足夠」，各家說法不一。有學者建議若研究的母群體有相當的同質性(如：

同一種疾病的病人或學生樣本)，變項的共同性指數 0.7 以上(communality)，每個

共同因素有三個以上的變項時，只要約 100 人即可得到精確的母群體估計值

(MacCallum et al., 1999)。Gorsuch(1983)建議樣本數最少為變項數的五倍，且大

於 100(邱皓政，2003)。Nunnally(1978)建議三百個人是發展樣本適當的人數，但

依照實際的經驗，稍微低於三百的樣本數，便可以成功地發展一份量表了

(DeVellis, 1999)。本研究採第一種建議，當研究的母群體有相當的同質性時，只

要約 100 人即可，本研究正式施測量表共 56 題，最後回收之有效樣本數有 1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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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7. 評估試題 
利用統計分析區分出合適的試題，列如：單項相關(item-scale correlation)、

問項變異數(item variances)、問項平均數(item means)、α係數、因素分析等方法，

進而組成量表。在信度評量方面常採用之統計分析包括項目分析、α係數、庫李

信度、折半信度、複本信度及再測信度，效度評量採用之統計分析包括建構效度、

效標關聯效度、聚斂效度與分歧效度 (Waltz et al., 1991)。本研究在查證相關文

獻後以「整體愉悅感受」做為效標關聯效度的檢證依據，將量表所測得之分數與

「整體愉悅感受」視覺類比量表所測得之分數的相關係數，做為效標關聯效度宣

稱的支持。 
 
2.5.1.8. 選擇量表長度 

一般而言，短一點的量表較不會造成受試者的負擔。量表長度對信度α係數

會造成影響，原則上為：增加單項相關約等於平均項目間相關的試題，α係數將

會增加，除去這類試題則α係數會降低，當量表的信度太低時，應避免再簡化量

表。斟酌量表長度可考慮試題對整個量表內在一致性的貢獻，以此作為刪除試題

的標準(邱皓政，2003)。 
 
2.5.2. 量表評量 

在量表評量方面，為提昇量表測量結果的有效性，並符合「客觀」與「標準」

的原則，一般統計測驗學者對於良好量表的評鑑依據考量有：測量分數的成分、

效度評量、信度評量、信度與效度的關係，分述如下： 
 
2.5.2.1. 測量分數的成分 

量表測得分數的成分，將有助於區分效度與信度的差異。在最理想的狀況

下，一份好的量表所測得之分數，應該只測到真實分數(true score)。但事實上不

太可能做得到，亦即量表所測得的分數中，部分含有其他非真實分數的成分。依

理論可將測得的分數(O)化為公式：O = T + S + R。「T (true score)表示真實分數，

S (systematic error) 表示系統性誤差，R (random error) 表示隨機誤差」(Burns & 
Grove, 2001)。 
 

上述公式表示真實測得的分數，包括欲測量概念之真實分數(T)、系統性誤

差(S)以及隨機因素所造成的隨機誤差(R)。所謂系統性誤差是一種恆定干擾者所

產生的誤差，例如：以愉悅程度量表來測量所有遊戲玩家(學習者)在數位學習遊

戲中的愉悅程度，受測者希望儘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填完量表的所有題目等；而

隨機誤差則可歸因於受測者因短暫且無規則、不可預測之因素影響所產生的誤

差，例如：受測者身體不適、偶然地提供了不實資訊或計分錯誤等(Burns & Grove, 
2001)。系統性誤差會影響測試結果正確性及可用性的程度，而隨機誤差則會影

響測試結果一致性與穩定性(邱皓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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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效度評量 

效度(validity)係指一項測驗是否能真實而正確地測量出所欲測量的特質或

概念；簡言之，效度即在說明一份量表「能測到什麼」及「測得有多好」(DeVellis, 
1999)。有專家指出，研究者常因某種理論或目的，需用量表來評估受試者的心

理特質，而這些目的是否達到，須視測試量表的效度高低(邱皓政，2003)。在測

得分數中(O)，當隨機誤差越小，表示真實分數越高，效度就越高(Burns & Grove, 
2001)。因此，效度可說是一份良好的量表所應當具備的眾多條件中，最為重要

的特性。美國教育研究學會將效度概約分為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建構效度

(construct validity)與效標關聯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三項(Burns & Grove, 
2001)。分述如下： 
 
1、內容效度 

內容效度是指測試內容的代表性或內容選取的適切性(邱皓政，2003)。內容

效度與其他效度不同，不是由一係數來代表效度高低，主要是根據量表編製

者依所要測量之概念，採用邏輯分析方法進行專業判斷，相當重視試題的編

製及預試過程。因此一般為提高內容效度，將透過多位專家或受測樣本的個

別訪談與量表預試，以質量分析之方式尋求適切的內容(Burns & Grove, 
2001)。本研究於量表發展過程，針對量表的測量目的及內容，透過與指導教

授的討論並由指導教授擔任內容效度的審查人員，進行量表試題內容的評

估，以了解量表內容廣度的適切程度。 
 
2、建構效度 

建構效度是指量表是否能測量到某一理論上的特質或概念的程度(邱皓政，

2003)。所謂建構(construct)是一種理論性的概念，用來代表心理上較抽象的

特質或概念，諸如：資訊、壓力來源、動機等。如果量表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它所測得的分數即可真實的反應受試者的心理特質，量表使用者即可對所測

得之結果加以詮釋。建構效度的考驗方法並沒有單一的適當方法，它需從許

多不同的資料來源中，逐漸累積證據。最常提及的建構效度評量技術有兩種：

一是多元特質多重方法分析，另一是因素分析法(DeVellis, 1999)。 
 
Campbell 和 Fiske 在 1959 年 設 計 的 多 元 特 質 多 重 方 法 矩 陣 法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MTMM)是用來考驗量表的分殊效度(divergent 
validity)及聚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判斷原理為：當量表的分數與測量

不同概念的其它量表分數具有低相關性時，表示此量表之分殊效度佳；量表

的分數與測量相同概念的其它測驗分數具有高相關性時，表示此量表之聚斂

效度佳(林幸台，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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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考驗建構效度的方法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因素分析是為了要證實

研究者所設計之試題，的確在測某一潛在概念，並釐清潛在概念的內在結構，

它是將一群具有共同特性之試題，抽離出其背後潛在概念的統計分析技術，

其主要功能有三：第一，協助量表研究者進行信效度的驗證。第二，提供一

種簡化資料結構的方法，將量表中原來含有很多變數的潛在概念，盡可能予

以歸併進而只呈現出少數之因素(factor)或共同特質(common traits)，亦即以受

測者對試題的作答方向作歸類，以簡化描述概念時所使用的類別數目。第三、

因素分析能用來協助試題的編製，進行項目分析，檢驗試題的優劣好壞，同

時針對每一試題的獨特性進行測量並比較相對的重要性(邱皓政，2003)。 
 

因素分析是以變數之間的共變關係作為分析的依據，學者邱皓政(2003)認為

進行因素分析須確認的條件有三：(1)變項都必須是連續變項，符合線性關係

的假設。(2)抽樣的過程必須具有一定的規模或隨機。(3)變項之間須具有一定

程度的相關，通常相關係數低於0.3時，不建議進行因素分析。以上學者所提

進行因素分析的條件問題，可透過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顯著

性 ， 來 檢 驗 是 否 相 關 係 數 足 以 作 為 抽 取 因 素 之 用 ， 或 以 KMO 
(Kaiser-Meyer-Olkin)統計量0.7以上的判定原理，來檢驗進行因素分析的適合

性(陳正昌 & 程炳林，2002)。 
 

另外，有學者建議每個共同因素至少要由三到五個問項組成(MacCallum et al., 
1999)。在因素負荷量方面，Gorsuch(1983)指出當問項在因素上的負荷量高

時，問項的共同性指數也就較高，隨之誤差的影響即會減少，因此較容易得

到正確的因素數目(邱皓政，2003)。總而言之，樣本人數、每因素中的問項

數目、因素數目、轉軸方法與因素負荷量均會影響因素分析結果(王嘉寧 & 
翁儷禎，2002)。 

 
3、效標關聯效度 

效標關聯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又稱實證效度(empirical validity)或統

計效度(statistical validity)，是實用性最高的效度，係以量表測驗分數和特定

效標(validity criterion)之間的相關係數，表示測量工具有效性之高低，研究者

可透過文獻的證據作為選用效標(criterion)的基礎，效標的選用可作為測量分

數有效性與意義度的參照標準，測量的效標如果是在測量的同時獲得的數據

稱之為同時效度(concurrent validity)。另外，預測效度(predictive validity)是指

在測量完成後再收集的效標資料(邱皓政，2003；林幸台，1986)。本研究在

查證相關文獻後選用「整體愉悅感受」視覺類比量表為效標並於測量時同時

獲得，以做為測量分數有效性與意義度的參照標準。 
 
2.5.2.3. 信度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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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reliability)即可靠性，係指量表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代表一量表在

測量某種概念的可信程度(DeVellis, 1999)。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是量表編製

過程中，第一個與資料分析發生關係的工作，目的在確認量表題目的可用程度，

必要時得將不良的題目予以刪除(邱皓政，2003)。項目分析涉及多種統計數據或

指標的判別，因此在資料分析運作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中以「題目總分

相關法」的相關分析技術是項目分析中最常使用的判別標準，一般要求每一個題

目與總分的簡單積差相關係數在0.3以上(陳正昌 & 程炳林，2002)。除了以項目

分析作個別試題確認外，整套量表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也應當藉由信度來檢驗。 
 

信度通常以相關係數表示，在計算過程上由於總變異量獲得方式與來源有所

不同，故各種信度係數分別說明信度的不同層面且具有不同的意義。信度的類型

包括：內在一致性信度 (internal consistence reliability)，再測信度 (test-retest 
reliability)，複本信度(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及折半信度(split-half reliability) (邱
皓政，2003)。依本研究之量表建構方式考量，信度測試程序是考驗量表的內在

一致性與穩定性，分述如下： 
 
1、內在一致性 

內在一致性 α 係數、庫李信度及折半信度，皆可稱之為內在一致性係數

(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數據結果所反應的是測量工具內部的同質

性與一致性。其中「α 係數」與「庫李信度」是一種直接分析題目間的一致

性(inter consistency)或相關程度的信度指標(邱皓政，2003)。本研究量表發展

係以受測者在所有試題的反應一致性來估計信度，是為內在一致性法(internal 
consistence) (Burns & Grove, 2001)。統計上內在一致性係數(α係數)是根據一

次測量結果，評量受試者在試題上表現的一致性，α係數應介於 0.7 至 0.8 間，

若低於 0.35 則應做試題修改(邱皓政，2003)。折半信度是在一種測驗沒有複

本且只能實施一次的情況下試用，係在測驗實施後將題目平均分成兩組，分

開計分，求得這兩組題目之分數的相關係數，並使用史布公式

(Spearman-Brown formula)加以校正，即可計算量表的信度 (Waltz et al., 
1991)。另外，庫李信度則適用於計分非對即錯的量表測試(陳正昌 & 程炳

林，2002)。 
 

2、穩定性 
穩定性的考驗係以兩次測量結果之相關程度來表示，有再測信度及複本信度

兩種。其中「再測信度」是一種以兩個分數計算信度的方法，係指以同一量

表，對同一群測試者前後測試兩次，並以兩次的分數之相關係數做為再測信

度的指標，說明量表所獲得之分數從一時間維持至另一時間點的一致性如何

(DeVellis, 1999)。其中總變異來源是受試者在兩次測量上得分差距的變異，

信度係數反映的是測量分數的穩定程度，又稱穩定係數(coefficient of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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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皓政，2003)。而另一種「複本信度」是在原量表之外另編一種在內容、

型式、題數和難度均相同，但題目文字不同之量表作複本，並以此兩種量表

測量相同對象，然後求得兩種量表分數的相關係數(Waltz et al., 1991)。 
 
 
2.5.2.4. 信度與效度的關係 

信度與效度的關聯性，可藉由量表測得的分數來說明。真實測得的分數(O)，
包括真實分數(T)、系統性誤差(S)及隨機誤差(R)，即O = T + S + R。影響效度的

是系統性誤差及隨機誤差的大小，而影響信度是隨機誤差的大小。當系統性誤差

及隨機誤差減少時，真實分數相對增加，故效度高必然使信度也提高。當隨機誤

差減少時，未必表示系統性誤差亦會隨之減少，因為系統性誤差是獨立於信度外

的未知數，由上述可知，從信度並無法估計效度，故信度為效度之必要條件

(necessary)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Burns & Grove, 2001)。如果項目分析與信度

考驗是量表發展最根本的一項工作，效度即是充實量表發展之內涵的檢驗技術

(邱皓政，2003)。 
 

綜合上述文獻查證，本研究於量表發展部分，採用DeVellis所提出之量表發

展八大步驟來進行。量表評量方面，效度評量包括：內容效度、建構效度、效標

關聯效度、聚斂效度與分歧效度，信度評量包括：內在一致性信度及再測信度。

本研究以上述之統計分析方法的結果數據來評估本量表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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